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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馬
威 港今年IPO額料升至5千億

內地新經濟公司及中概股回流首選上市地

：

中 國 經 濟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樓軒閣

會計行德勤早前下調了香港今

年全年 IPO集資至4,000億港元，

不過另一大行畢馬威則看法相反，

大幅上調香港全年 IPO 集資額至

5,000億港元，料創歷史新高。該行

今年6月時預測為超過4,000億港

元。畢馬威28日表示，截至第三季

度末有超過200家公司正尋求在香

港申請上市，加上主要經濟體環境

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氣氛保持

強勢，香港依然是內地新經濟公司

及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上市地，相信

第四季香港IPO市場依然活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畢馬威28日發布 《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
2021年前三季度回顧》 顯示，縱觀全球市

場，今年前三季的IPO集資總額達3,300億美元，
增至5年最高。當中，美股、港股和A股市場繼續
引領全球市場，截至第三季度末，IPO集資總額達
2,114億美元。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
國賢28日表示，在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
充裕的情況下，市場氣氛保持強勢。目前美股、
港股和A股市場有着充裕的上市申請數量，預計
今年餘下時間全球IPO市場仍將保持活躍。

流動性充裕 市場氣氛仍活躍
該行統計顯示，年初至今，上交所在全球五

大證券交易所中以IPO募集資金計排名第三，而
港交所以357億美元緊隨其後 ，位列第四。科
技、媒體及電訊業、工業市場和醫療保健及生命
科學仍然是全球IPO市場的關鍵驅動力 ，佔美

國、香港和A股市場募資總額69%以上。
香港IPO市場首三季度集資總額創同期歷史

新高，上市宗數合計73宗，共集資2,885億港
元。內地科技公司繼續佔主流，以集資金額計，
前十大IPO 中，有4家來自此類公司。隨着中國
內地的新經濟公司相繼選擇在香港上市，畢馬威
預計，在2021年，香港將繼續成為這些公司的首
選上市地之列。

SPAC機制料添港籌資新管道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主

管合夥人朱雅儀表示，香港剛刊發有關引入“特
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的市場諮
詢，彰顯了港交所為增強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和吸引力所作出的持續努力。即將在港推行的
SPAC機制有望成為吸引中國及其他地區高速增
長、創新及新經濟企業的籌資新管道。

同時，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年
內，兩家在美上市的內地電動汽車製造商完成在
香港的雙重主要上市，共集資295億港元，佔今年
前三季度募資總額的10%。中概股來港上市有助
擴大投資者基礎、降低市場風險，預期將有更多
在美國上市的內地公司回流到香港上市。

投資者對生科板塊興趣高漲
統計又顯示，本港自2018年實施新上市規則

以來，香港生物科技板塊已快速擴張。在生物科
技板塊，市場氛圍暢旺，投資者興趣高漲。截至9
月22日，共有56家醫療保健或生命科學企業正在
申請上市，其中27家是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
業。在內地，由於科創板和創業板仍然受追捧，
A股IPO市場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募資金額創下
歷史新高，上市宗數合計382宗，募資總額達人民
幣4,08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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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金管
局上周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
劃，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28日出席銀
行家峰會時表示，去年疫情期間各國實施
社交距離限制，令中小企受到打擊尤為嚴
重，因此金管局亦推出了特殊財政紓緩措
施，為中小企業和失業人士緩解現金流的
壓力，而在疫情期間推行一系列紓緩措
施，包括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措施等，涉
資逾9,000億港元，他亦預告金管局年內
將推出金融科技專業資歷架構。

余偉文指，金管局早前再延長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是希望繼續支持中
小企，他認為這些支持計劃不單只是疫情
下應急措施，更是普惠金融的體現，並呼
籲業界應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受疫情影響
的客戶。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補充，參與預
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的企業數目已經大
幅減少，由初期佔合資格企業總數的
16%下降至目前的 2.7%，水平相對較
低，未來幾個月將與行業研究退出方案。

對於跨境理財通即將啟動，阮國恒
透露，現時已收到20間銀行有關開展跨
境理財通業務的申請，其中18間申請雙
向業務，餘下2間則計劃先進行南向通業
務，銀行料將提供逾100種不同類型投資
基金產品、逾200種不同類型的債券投資
產品，以及計劃下容許的11種外幣存款

產品等，而金管局正評估銀行遞交的申請，相信
理財通最快可如期在10月、11月正式開通。

中銀：前海規劃更增吸引力
同場的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大

灣區是全球在岸及離岸人民幣的中心，料早前公
布的前海規劃能吸引更多不同企業開展業務。渣
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儀透露，該行近年積極布局
大灣區，包括去年任命大灣區行政總裁、建立渣
打大灣區中心，並投放1,600名員工應對業務發
展。她亦認為，連接內地和香港市場十分重要，
預計兩地通關後，將進一步刺激區內金融服務及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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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偉文稱余偉文稱，，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
行一系列措施行一系列措施，，紓緩中小企壓力紓緩中小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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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4月份第一次到青海，90後港青吳詩恩一頭扎進青海省格爾木市烏圖美仁

鄉的光伏發電項目。從與當地簽署框架合作協議，到通過投標拿到第一個項目，簽訂

第二個項目……一年多來，作為青海港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吳詩恩帶領她

的90後港青創業團隊，正在青藏高原上書寫着自己的創業故事。站在茫茫戈壁灘上，

看着團隊建設的首期5萬千瓦平價光伏項目已經搭好支架，年底就能投用，吳詩恩心

裏滿滿都是成就感。“到青海創業離家儘管遠了一點，但我堅信自己的選擇是對的。

不久的將來，香港青年必將在國家的新能源領域作出一份自己的貢獻。”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西寧報道

●●青海港青能源公司位於格爾木的光青海港青能源公司位於格爾木的光
伏項目已經完成支架安裝伏項目已經完成支架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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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出生的吳詩恩，全身上下都充滿了創業者的熱情
和幹練。2019年從香港恒生大學畢業
後，面對香港就業難的大環境，吳詩恩
將目光轉向了內地。“我是香港青年內
地就業創業聯合會的成員，雖然之前一
直在香港，但聯合會經常會為大家提供
很多內地發展情況的信息，新能源就是
其中之一。”加上國家一直號召香港青
年要深度融入內地的發展，她亦因此對
到內地創業心生嚮往。

由零開始不斷調整規劃
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

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力爭2030年
前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要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新能
源無疑是很好的一個創業風口。”吳詩
恩說，在香港青年內地就業創業聯合會
的指導下，他們開始搜索內地新能源發
展方面的資料，青海豐富的新能源資源
闖入他們的視線。“起初我們對內地的
新能源行業也是知之甚少，一切都從零
開始。於是我們就通過一次次的調研學
習了解行業，不斷調整創業規劃。”
2020年3月26日，青海港青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隨即我們就開始在
青海開拓市場。”去年4月底，公司通
過公開投標拿到了在青海省的第一個項
目─格爾木烏圖美仁鄉100萬千瓦一期5
萬千瓦平價光伏項目。

看中格爾木光照資源豐富
之所以選擇在海拔3,000多米的格

爾木創業，她說，是因為格爾木的光照
資源非常豐富。格爾木是全國光照資源
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年日照時數在3,200
至 3,600 小時之間，年總輻射量可達
6,800至7,200兆焦耳/平方米，為全中
國第二高值區。吳詩恩告訴記者，首期
5萬千瓦平價光伏項目位於格爾木市烏
圖美仁鄉，佔地1,200畝，全都是在茫
茫戈壁灘上。“目前我們已經做完了支
架安裝，等光伏板設備到位，安裝好後
就可以投用了。”在他們的項目旁邊，
其他公司投建的光伏項目已經開始啟
用，“那就是我們的未來。每次看到那
些建成的項目，我就覺得充滿希望。”

清潔電力供港成最大心願
一年多來，青海港青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已經從最初的幾人發展成為一個20
多人的團隊，香港青年佔60%。“我們
最初的期望就是光伏發電，但在探索的
過程中，又逐漸了解到清潔電力未來的
發展趨勢，現在形成了發電─儲能─售
電─虛擬電廠的產業鏈條規劃。”她告
訴記者，團隊最初只是從發電端去考
慮，但漸漸地考慮到內地和世界整體的
新能源發展趨勢，於是便希望從全產業
鏈條去發展。“我們不僅要建設一個光
伏發電基地，未來還希望將一些高科技
的現代化技術應用到電力行業，提供發
電到儲能到智慧電網的一條龍服務。”

吳詩恩說，未來最大的心願是希望
將內地的清潔電力輸送到香港，推動構
建香港多元清潔能源供應體系，令香港
市民亦可享用清潔、穩定和可負擔的電
力。她表示，香港目前在新能源方面發
展相對落後。在電力方面，香港本地發
電資源較少，發電燃料組合主要為煤
炭、天然氣和非化石燃料。“雖然中電
及港燈近年開始逐漸轉用天然氣發電，
但煤炭仍是香港發電燃料組合的重要組
成部分。”與此同時，香港居民每度電
的用電價格將近是內地居民的兩倍。

“為了降低發電所產生的碳排放，
推動構建香港多元清潔能源的供應體
系，我們也期待未來能夠將在內地用清
潔能源所發的電力經過南方電網供
港。”儘管實現這一目標道阻且長，但
吳詩恩說，仍希望盡力去做。

近年內地光伏發電行業異軍突起，要想在此行業
打拚一片江山並不容易。通過一年多來的調研和實
踐，吳詩恩心裏清楚，既然投入到新能源行業，就要
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

每年營收料達2,000萬
吳詩恩告訴記者，他們在格爾木烏圖美仁鄉100

萬千瓦一期5萬千瓦平價光伏項目，投入1.8億元（人
民幣，下同）。“資金一部分來自於香港青年內地就
業創業聯合會的青年企業家，大家看好這一前景，自
願投資。另一方面，香港的一些基金會也對我們給予
了非常大的支持，像嘉實基金等。”

擬延長光伏產業鏈條
吳詩恩給記者算了一筆賬，1,200畝地5萬千瓦的

平價光伏項目，投用後每年的收入大概會在2千萬元
左右，“這樣算下來，我們預計七到八年收回成
本。”但一個光伏板的使用壽命正常在25年左右，

“也就是說，七八年之後，基本就是運維成本和純利
潤了。”

儘管成本回收周期有點長，但吳詩恩團隊對此仍
然充滿信心。“新能源行業基本都是盈利後置的模
式，前期肯定是大成本的投入。”吳詩恩說，在工作
的過程中，他們亦漸漸摸索出一些新的路徑，例如通
過在沙漠上搭建光伏板，會有利於沙漠保持水分，一
方面對環保有利，另一方面還可以考慮在光伏板下發
展種植、養殖等產業。“這是後續的想法，延長光伏
產業鏈條也是一個方向。”

據了解，除了格爾木外，青海港青能源亦計劃在
西寧、海西、海南等地拓展市場。“除了光照資源，
青海的風力、水力等資源也非常豐富，青海省亦正在
打造國家級清潔能源產業高地，這對我們來說都是機
遇。”謝天告訴記者，如今不只在青海，在西藏、廣
西、四川等地都成立了港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儘管
地域不同，各自資源稟賦不同，但都是在從事清潔能
源電力工作。

首期投入1.8億
冀7年收回成本

從一個國際大都會城市到人煙稀少的青藏高
原創業，面對3,000多米的高海拔和變幻多端的自
然環境，其中的艱辛吳詩恩此前根本想不到。

初時難適應 氣喘兼頭痛
“剛來就被嚇到了，流鼻血、全身蛻皮、頭

疼，還有同事紫外線過敏，整個臉都被曬壞……”
吳詩恩告訴記者，高原創業異常艱苦，但是一年多
來，香港的同事沒有一人退卻，大家都開心地堅持
下來。“沒有什麼事是一蹴而就的，要想成功，堅
持是法寶。”

在格爾木的很長一段時間，吳詩恩和她的香
港同事都很不適應。“也沒有到一定要吸氧的程
度，但我們就是很喘，整個人都覺得非常累，還經
常頭痛、頭暈，有時候甚至都說不清楚到底是高原
反應還是中暑。”

創業一年多 已融入當地
吳詩恩說，乾燥的氣候還令很多香港同事流

鼻血、蛻皮，“這些情況我們都不敢跟家人說，怕
他們擔心。但慢慢地，時間長了，我們就完全適應
了。”如今，吳詩恩和同事們在格爾木依然堅持健

身跑步，她笑稱，“反而回到香港有點不習慣了，
有點醉氧。”

對於在青海創業的苦，香港青年內地就業創
業聯合會主席、青海港青能源公司合夥人謝天亦深
有感觸。“首先就是文化差異的衝擊。西北人比較
豪放，在交往過程中，尤其在喝酒這方面比較不適
應。此外，語言也是比較大的障礙。”

吳詩恩說，一年多來，創業的過程痛並快
樂，儘管困難重重，但在多方的支持幫助下，在團
隊成員的努力堅持下，他們已經深深地融入了青海
這片土地。

●●青海省格爾木市因光照資源充足吸青海省格爾木市因光照資源充足吸
引了眾多企業投資引了眾多企業投資。。

●●吳詩恩表示，沙漠地帶遇到沙塵暴是常有
的事。 受訪者供圖

高原創業艱難 堅持方可成功

●●沙漠建光伏有利於水土保持沙漠建光伏有利於水土保持，，青海青海
港青能源公司亦正探索發展港青能源公司亦正探索發展““光光
伏＋伏＋””產業鏈條產業鏈條。。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吳詩恩到青吳詩恩到青
海創業海創業，，儘管儘管
離家遠了點離家遠了點，，但仍但仍
堅信自己的選擇是堅信自己的選擇是
對的對的。。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掃描二維碼，可觀看

港青在烏圖美仁鄉創

業的影片。

9090後港青後港青闖西北闖西北
戈壁灘戈壁灘拓新能源拓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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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經濟

寶島訊息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指出，國
安案件涉及層面廣，須強化檢察官職前與在職
課程，近期研議比照刑法的內亂外患罪，國安
案件均提升，全由二審管轄，讓較富經驗的檢
察官專責偵辦。

法務部今天下午辦理媒體茶敘，主題為
「國安案件精進作為」 ，由檢察司檢察官林映
姿報告；蔡清祥於致詞時做出上述表示。

蔡清祥指出，國安案件與一般案件不同，
其涉及層面很廣，影響國家安全甚鉅，所以檢
察官在偵辦上，必須有特別的處理，不能當成
一般的洩密或竊盜案件處理，尤其高科技產業
是台灣的經濟命脈，不能只把它當成營業秘密
加以保護，牽涉到國家的核心關鍵技術時，更
應該做出特別保護。

蔡清祥說，已著手相關修法，把侵害攸關
國安營業秘密的行為納入國安法規中；執法上
，檢察官則應與一般案件脫鉤，採特殊處理，
因此，法務部已著手研議拉抬國安案件管轄層
級，比照刑法的內亂外患罪，案件均提升由二
審來管轄，讓較富經驗的二審檢察官專責偵辦
。

蔡清祥指出，在修法之前，檢察機關則透
過舉辦研討會的方式，把過去檢察官曾經辦過
的國安案件拿出來一一檢視，看看有何疏漏或

需要補強之處，精進辦案深度與廣度。
林映姿報告時則指出，與國安案件有關的

法規，包含刑法、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
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反滲透法、兩岸條例與
陸海空軍刑法，為了強化檢察官對國安案件的
認識，法務部責成所屬機關強化職前與在職教
育。

林映姿表示，司法官學院不只提供司法學
官國安課程，還連結外部資源，與發展國防科
技與武器設備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交流，了解業
界現況與可能遇到的困境；另和研發軍機的漢
翔公司甚至是空軍座談，加深學官對於國防產
業重要性的認知。

林映姿指出，在職訓練部分，高檢署民國
107年起召開一、二審檢察官國安研習會議，
去年更由一、二審檢察長領軍參加 「國防科技
新知與安全交流座談會」 ，同時也和國防產業
與軍隊座談，交流意見，提升檢察官執法能量
，以達執法共識。

此外，高檢署今年2月5日成立 「國安案件
審查機制」 ，把全國各地檢所收到的國安案件
，提交給偵辦重大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案
件督導小組核閱；各檢察機關則成立國安連繫
平台，由專人專責專辦。

蔡清祥：國安案件層面廣 擬提升全由二審偵辦

（中央社）媒體報導，檢警查獲一批K他命
原物料約2噸，因無力保管 「責付」 給民眾。法
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說，當年因存放贓證物的場
所不足，而有此便宜作法，已責令檢察署盡速
了解並處理。

CTWANT今天以標題 「檢警抄2噸毒原料
不肯搬一拖4年房東慘虧600萬」 報導提及，一
名民眾2012年間在桃園承租倉庫並分租給他人
，但他人卻做製毒生意，檢警單位在他的倉庫
內，查獲2公噸的K他命毒品原物料；因無法運
回保管，檢警 「責付」 這名民眾保管至今。

法務部今天下午辦理媒體茶敘，蔡清祥於
茶敘後接受聯訪時指出，這起案例，經他了解
，因查獲數量多，保存場所不足，而有此便宜
作法，當時檢察官交給司法警察負責，司法警
察也無法去保管，才交給這名民眾幫忙管理，
後來時間拖久後，沒有積極去處理，造成人民
的損失，他認為應盡快解決，已責令檢察署盡

速了解並處理。
對於贓證物（包含毒品）後續保管如何改

善，蔡清祥指出，如果是涉及刑事案件，已經
要求檢察機關，在接受司法警察機關移送贓證
物時，檢察機關都不能拒絕，就是得想辦法來
保管，不能再授權給司法警察，或由司法警察
代管或代銷毀，因此，未來應該不致於再發生
媒體報導這類事情。

蔡清祥說，當然檢察機關本身沒有哪樣大
的場地及容量，除透過修法外，針對毒品部分
，在判決確定前向法官聲請裁准儘早銷毀，不
一定要等到判決確定後才銷毀，這樣量就不會
一直集中並須長時間保管。

此外，利用科技設備，導入二維條碼及無
線射頻辨識（RFID）晶片套件管制扣押物（包
含毒品）流向，還有建置扣押物暨證物監管鏈
，運用區塊鏈技術強化贓證物管理，可了解何
人取走等，都會有一個詳實的紀錄。

毒原物料由民眾保管多年 蔡清祥責令檢察署處理
（中央社）屏東縣超商女店員疑遭列管精

神病患傷害。衛福部心口司長諶立中表示，明
年完成設置6家司法精神病房，4年內增列千名
社區關懷員，補起社會安全網漏洞，把過去安
全網沒接住的人找出來。

屏東縣高樹鄉一間超商潘姓女店員26日因
勸導男子戴口罩，被男子徒手攻擊挖雙眼，警
方指出，男子是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屏東
縣長潘孟安今天表示，嫌犯連續多次傷害他人
，已要求醫院務必審慎評估，朝向長期收治來
處理。此案再度引發強化社會安全網相關討論
，其中包含加強司法精神資療服務。

司法精神病院討論已相當多年，以風險程
度分級分流處理，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
精神病患，將安置於司法精神病院，需要最高
強度的戒護。中低風險者在北中南精神療養院
設置司法精神病房；若屬更低暴力風險者，會
安置在一般精神病院或療養院，甚至可回社區
。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今天下午告

訴中央社記者，從無到有蓋一棟司法精神病院
需要耗時多年，為了及早加強國內司法精神資
療，規劃先從已有的精神療養院合作，設置司
法精神病房，現在已經著手尋找適合的場地，
明年一定可以完成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設置
。

對於屏東超商女店員遭攻擊事件，諶立中
說，這是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的，精神病患者
發病時未立刻處理，就會出現類似問題。強制
就醫屬事發後處理，預防仍須仰賴社會安全網
，尤其患者返家後，常遇到父母年邁、手足照
顧有限，沒有人照顧，所以衛福部才會希望增
加精神病患者照顧資源。

諶立中說，強化社會安全網第2期計畫從
今年起展開，將強化跨體系、跨專業與公司協
力服務、加強司法精神資療服務、持續拓展社
福中心資源與保護服務、強化人力進用及專業
久任、補強社區精神衛生體系與社區支持服務
。

諶立中表示，其中社區關懷員是患者與醫

療系統維持良好連結關鍵，但現在卻僅有百名
社區關懷員，照顧10幾萬名精神病患者，強化
社會安全網第2期力拚4年內將社區關懷員增至

1000人以上；負責處理有肢體衝突、家暴、自
殺紀錄難處理個案的心理衛生社工也將增至500
人以上。

司法精神病房111年設置6家 4年內關懷員增列千人

賴副總統參觀工研院南方雨林計畫研發成果賴副總統參觀工研院南方雨林計畫研發成果
工研院工研院2929日在台南綠能科技示範場域舉辦南方雨林計畫啟動發布會日在台南綠能科技示範場域舉辦南方雨林計畫啟動發布會，，副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賴清德（（中中））

參觀會場展示的研發成果參觀會場展示的研發成果。。

畢
馬
威 港今年IPO額料升至5千億

內地新經濟公司及中概股回流首選上市地

：

中 國 經 濟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樓軒閣

會計行德勤早前下調了香港今

年全年 IPO集資至4,000億港元，

不過另一大行畢馬威則看法相反，

大幅上調香港全年 IPO 集資額至

5,000億港元，料創歷史新高。該行

今年6月時預測為超過4,000億港

元。畢馬威28日表示，截至第三季

度末有超過200家公司正尋求在香

港申請上市，加上主要經濟體環境

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氣氛保持

強勢，香港依然是內地新經濟公司

及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上市地，相信

第四季香港IPO市場依然活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畢馬威28日發布 《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
2021年前三季度回顧》 顯示，縱觀全球市

場，今年前三季的IPO集資總額達3,300億美元，
增至5年最高。當中，美股、港股和A股市場繼續
引領全球市場，截至第三季度末，IPO集資總額達
2,114億美元。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
國賢28日表示，在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
充裕的情況下，市場氣氛保持強勢。目前美股、
港股和A股市場有着充裕的上市申請數量，預計
今年餘下時間全球IPO市場仍將保持活躍。

流動性充裕 市場氣氛仍活躍
該行統計顯示，年初至今，上交所在全球五

大證券交易所中以IPO募集資金計排名第三，而
港交所以357億美元緊隨其後 ，位列第四。科
技、媒體及電訊業、工業市場和醫療保健及生命
科學仍然是全球IPO市場的關鍵驅動力 ，佔美

國、香港和A股市場募資總額69%以上。
香港IPO市場首三季度集資總額創同期歷史

新高，上市宗數合計73宗，共集資2,885億港
元。內地科技公司繼續佔主流，以集資金額計，
前十大IPO 中，有4家來自此類公司。隨着中國
內地的新經濟公司相繼選擇在香港上市，畢馬威
預計，在2021年，香港將繼續成為這些公司的首
選上市地之列。

SPAC機制料添港籌資新管道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主

管合夥人朱雅儀表示，香港剛刊發有關引入“特
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的市場諮
詢，彰顯了港交所為增強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和吸引力所作出的持續努力。即將在港推行的
SPAC機制有望成為吸引中國及其他地區高速增
長、創新及新經濟企業的籌資新管道。

同時，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年
內，兩家在美上市的內地電動汽車製造商完成在
香港的雙重主要上市，共集資295億港元，佔今年
前三季度募資總額的10%。中概股來港上市有助
擴大投資者基礎、降低市場風險，預期將有更多
在美國上市的內地公司回流到香港上市。

投資者對生科板塊興趣高漲
統計又顯示，本港自2018年實施新上市規則

以來，香港生物科技板塊已快速擴張。在生物科
技板塊，市場氛圍暢旺，投資者興趣高漲。截至9
月22日，共有56家醫療保健或生命科學企業正在
申請上市，其中27家是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
業。在內地，由於科創板和創業板仍然受追捧，
A股IPO市場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募資金額創下
歷史新高，上市宗數合計382宗，募資總額達人民
幣4,089億元。

VSVS
●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

氣氛保持強勢
●香港將繼續成為內地新經濟公司的首選上

市地之列
●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

● 內地加強監管，令香港
IPO市道面臨不確定性

德勤下調
香港IPO集資額原因

畢馬威上調
香港IPO集資額原因

● 新經濟股估值下降，影響
上市意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金管
局上周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
劃，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28日出席銀
行家峰會時表示，去年疫情期間各國實施
社交距離限制，令中小企受到打擊尤為嚴
重，因此金管局亦推出了特殊財政紓緩措
施，為中小企業和失業人士緩解現金流的
壓力，而在疫情期間推行一系列紓緩措
施，包括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措施等，涉
資逾9,000億港元，他亦預告金管局年內
將推出金融科技專業資歷架構。

余偉文指，金管局早前再延長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是希望繼續支持中
小企，他認為這些支持計劃不單只是疫情
下應急措施，更是普惠金融的體現，並呼
籲業界應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受疫情影響
的客戶。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補充，參與預
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的企業數目已經大
幅減少，由初期佔合資格企業總數的
16%下降至目前的 2.7%，水平相對較
低，未來幾個月將與行業研究退出方案。

對於跨境理財通即將啟動，阮國恒
透露，現時已收到20間銀行有關開展跨
境理財通業務的申請，其中18間申請雙
向業務，餘下2間則計劃先進行南向通業
務，銀行料將提供逾100種不同類型投資
基金產品、逾200種不同類型的債券投資
產品，以及計劃下容許的11種外幣存款

產品等，而金管局正評估銀行遞交的申請，相信
理財通最快可如期在10月、11月正式開通。

中銀：前海規劃更增吸引力
同場的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大

灣區是全球在岸及離岸人民幣的中心，料早前公
布的前海規劃能吸引更多不同企業開展業務。渣
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儀透露，該行近年積極布局
大灣區，包括去年任命大灣區行政總裁、建立渣
打大灣區中心，並投放1,600名員工應對業務發
展。她亦認為，連接內地和香港市場十分重要，
預計兩地通關後，將進一步刺激區內金融服務及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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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偉文稱余偉文稱，，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
行一系列措施行一系列措施，，紓緩中小企壓力紓緩中小企壓力。。

畢
馬
威 港今年IPO額料升至5千億

內地新經濟公司及中概股回流首選上市地

：

中 國 經 濟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樓軒閣

會計行德勤早前下調了香港今

年全年 IPO集資至4,000億港元，

不過另一大行畢馬威則看法相反，

大幅上調香港全年 IPO 集資額至

5,000億港元，料創歷史新高。該行

今年6月時預測為超過4,000億港

元。畢馬威28日表示，截至第三季

度末有超過200家公司正尋求在香

港申請上市，加上主要經濟體環境

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氣氛保持

強勢，香港依然是內地新經濟公司

及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上市地，相信

第四季香港IPO市場依然活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畢馬威28日發布 《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
2021年前三季度回顧》 顯示，縱觀全球市

場，今年前三季的IPO集資總額達3,300億美元，
增至5年最高。當中，美股、港股和A股市場繼續
引領全球市場，截至第三季度末，IPO集資總額達
2,114億美元。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
國賢28日表示，在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
充裕的情況下，市場氣氛保持強勢。目前美股、
港股和A股市場有着充裕的上市申請數量，預計
今年餘下時間全球IPO市場仍將保持活躍。

流動性充裕 市場氣氛仍活躍
該行統計顯示，年初至今，上交所在全球五

大證券交易所中以IPO募集資金計排名第三，而
港交所以357億美元緊隨其後 ，位列第四。科
技、媒體及電訊業、工業市場和醫療保健及生命
科學仍然是全球IPO市場的關鍵驅動力 ，佔美

國、香港和A股市場募資總額69%以上。
香港IPO市場首三季度集資總額創同期歷史

新高，上市宗數合計73宗，共集資2,885億港
元。內地科技公司繼續佔主流，以集資金額計，
前十大IPO 中，有4家來自此類公司。隨着中國
內地的新經濟公司相繼選擇在香港上市，畢馬威
預計，在2021年，香港將繼續成為這些公司的首
選上市地之列。

SPAC機制料添港籌資新管道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主

管合夥人朱雅儀表示，香港剛刊發有關引入“特
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的市場諮
詢，彰顯了港交所為增強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和吸引力所作出的持續努力。即將在港推行的
SPAC機制有望成為吸引中國及其他地區高速增
長、創新及新經濟企業的籌資新管道。

同時，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年
內，兩家在美上市的內地電動汽車製造商完成在
香港的雙重主要上市，共集資295億港元，佔今年
前三季度募資總額的10%。中概股來港上市有助
擴大投資者基礎、降低市場風險，預期將有更多
在美國上市的內地公司回流到香港上市。

投資者對生科板塊興趣高漲
統計又顯示，本港自2018年實施新上市規則

以來，香港生物科技板塊已快速擴張。在生物科
技板塊，市場氛圍暢旺，投資者興趣高漲。截至9
月22日，共有56家醫療保健或生命科學企業正在
申請上市，其中27家是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
業。在內地，由於科創板和創業板仍然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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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新高，上市宗數合計382宗，募資總額達人民
幣4,08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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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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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跨境理財通即將啟動，阮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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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理財通業務的申請，其中18間申請雙
向業務，餘下2間則計劃先進行南向通業
務，銀行料將提供逾100種不同類型投資
基金產品、逾200種不同類型的債券投資
產品，以及計劃下容許的11種外幣存款

產品等，而金管局正評估銀行遞交的申請，相信
理財通最快可如期在10月、11月正式開通。

中銀：前海規劃更增吸引力
同場的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大

灣區是全球在岸及離岸人民幣的中心，料早前公
布的前海規劃能吸引更多不同企業開展業務。渣
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儀透露，該行近年積極布局
大灣區，包括去年任命大灣區行政總裁、建立渣
打大灣區中心，並投放1,600名員工應對業務發
展。她亦認為，連接內地和香港市場十分重要，
預計兩地通關後，將進一步刺激區內金融服務及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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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偉文稱余偉文稱，，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
行一系列措施行一系列措施，，紓緩中小企壓力紓緩中小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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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Emily Sou, M.D.
Dermat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國際乒乓球聯合會（（ITTFITTF））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首席執行官史蒂夫••丹頓丹頓（（SteveSteve
DaintonDainton））和德克薩斯州哈里斯縣休斯頓體育局首席執行官簡和德克薩斯州哈里斯縣休斯頓體育局首席執行官簡
尼斯尼斯••巴克巴克（（Janis BurkeJanis Burke））於於20212021年年99月月1717日下午日下午22點至點至33點在點在
哈里斯縣休斯敦體育局大廳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新聞發布會哈里斯縣休斯敦體育局大廳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新聞發布會
介紹大賽詳情介紹大賽詳情，，休斯敦國際乒乓球學院王輝院長休斯敦國際乒乓球學院王輝院長、、主教練和教主教練和教
練劉婉桐等出席並與國際乒聯史蒂夫練劉婉桐等出席並與國際乒聯史蒂夫••丹頓丹頓（（Steve DaintonSteve Dainton））
主席合影主席合影。。

20212021年年99月月1111日日，，影視人張學敏在首屆國際皇家音樂與藝術節影視人張學敏在首屆國際皇家音樂與藝術節
(the international royal music art festival)(the international royal music art festival)上採訪在開幕式上擔任主上採訪在開幕式上擔任主
持的華裔藝術家傅德瑞持的華裔藝術家傅德瑞，，向亞裔社區傳達美國時尚藝術信息向亞裔社區傳達美國時尚藝術信息。。

20212021年年99月月1717日日，，20212021年的中秋佳節前夕年的中秋佳節前夕，，休斯敦僑社鄭直休斯敦僑社鄭直、、
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黑馬地產經紀人黑馬地產經紀人Susan ChangSusan Chang等一等一
行代表廈門元初食品集團來到休斯敦警察局東北分局慰問一線行代表廈門元初食品集團來到休斯敦警察局東北分局慰問一線
警官警官。。警長警長Eric MehlEric Mehl代表警方對來自華人社區的溫暖表達感代表警方對來自華人社區的溫暖表達感
謝謝。。他表示在這個挑戰的時代意味著警方執法強度的挑戰他表示在這個挑戰的時代意味著警方執法強度的挑戰，，來來
自社區的支持意味著他們講更加努力的履行服務和保護職能保自社區的支持意味著他們講更加努力的履行服務和保護職能保
障社區的治安障社區的治安。。曾擔任休斯敦副市長曾擔任休斯敦副市長，，跟亞裔社區有緊密聯繫跟亞裔社區有緊密聯繫
的哈里斯郡警察局局長岡薩雷斯表示他訪問過中國的哈里斯郡警察局局長岡薩雷斯表示他訪問過中國，，在中國訪在中國訪
問期間感受過中秋氛圍問期間感受過中秋氛圍，，他向華人社區表達節日的祝賀他向華人社區表達節日的祝賀，，並感並感
謝華人對執法部門的一向支持謝華人對執法部門的一向支持，，有華人的支持他們更有動力來有華人的支持他們更有動力來
保衛社區免受壞人的侵害保衛社區免受壞人的侵害。。

在中美在中美““乒乓外交乒乓外交””5050週年之際週年之際，，20212021年世界兵乓球錦標賽年世界兵乓球錦標賽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WTTCWTTC））將於將於20212021年年1111
月月2323日至日至2929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行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行。。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國際乒乓球聯合會（（ITTFITTF
））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首席執行官史蒂夫••丹頓丹頓（（Steve DaintonSteve Dainton））和德克薩斯州哈和德克薩斯州哈
里斯縣休斯頓體育局首席執行官簡尼斯里斯縣休斯頓體育局首席執行官簡尼斯••巴克巴克（（Janis BurkeJanis Burke））
於於20212021年年99月月1717日下午日下午22點至點至33點在哈里斯縣休斯敦體育局大點在哈里斯縣休斯敦體育局大
廳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新聞發布會介紹大賽詳情廳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新聞發布會介紹大賽詳情。。休斯敦國休斯敦國
際區區長際區區長、、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休斯頓西南區區長李休斯頓西南區區長李
雄雄，，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女士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女士、、執行長楊德清執行長楊德清，，亞商會亞商會
會長會長喩喩斌等華人華僑領袖和休斯敦國際乒乓球學院王輝院長斌等華人華僑領袖和休斯敦國際乒乓球學院王輝院長、、
主教練和劉婉桐等均出席了新聞發布會主教練和劉婉桐等均出席了新聞發布會。。

世界著名鼓手兼學者科拉世界著名鼓手兼學者科拉••科爾曼科爾曼••鄧納姆鄧納姆(Cora Coleman(Cora Coleman
Dunham,Queen Cora Coleman)Dunham,Queen Cora Coleman)於於20212021年年99月月1111日至日至1212日在德州日在德州
弗雷斯諾小鎮弗雷斯諾小鎮(Fresno)(Fresno)佔地佔地 3232 英畝的環路轄管穀倉英畝的環路轄管穀倉(Beltway(Beltway
Regulators Barn)Regulators Barn)舉辦首屆國際皇家音樂與藝術節舉辦首屆國際皇家音樂與藝術節。。科拉科拉••科爾科爾
曼王后曼王后(Queen Cora Coleman)(Queen Cora Coleman)曾在曾在4040個國家個國家//地區演出地區演出，，是歷史是歷史
上唯一一位與上唯一一位與 Prince (Prince (20072007)) 和和 BeyoncBeyoncéé ((20132013)) 兩次參演美式足兩次參演美式足
球超級杯球超級杯 NFLNFL 十大超級碗中場表演的音樂家十大超級碗中場表演的音樂家，，並在格拉斯頓伯並在格拉斯頓伯
里里(Glastonbury), T in the Park(Glastonbury), T in the Park和科切拉和科切拉(Coachella)(Coachella)登台演出登台演出。。科科
拉拉••科爾曼王后一直計劃主辦此場史詩般的多面運動科爾曼王后一直計劃主辦此場史詩般的多面運動。。國際皇國際皇
家音樂與藝術節包括七個獨立的展館家音樂與藝術節包括七個獨立的展館，，音樂音樂、、電影電影、、藝術藝術、、健健
康康、、商業商業、、文學和時裝秀文學和時裝秀Music, Film, Art, Health, Business, LitMusic, Film, Art, Health, Business, Lit--
erature, and Fashion Showerature, and Fashion Show，，展示超過展示超過 3030 位設計師的夏秋作品位設計師的夏秋作品。。

20212021年年99月月1717日日，，炎炎夏日炎炎夏日，，大休市元極舞大休市元極舞(Yuan Chih(Yuan Chih
Dance)Dance)研習會主任研習會主任、、德州德儀元極舞及功法研習會理事德州德儀元極舞及功法研習會理事
長王碧珠老師在僑教中心練功場地舉行歡迎黃依莉副主長王碧珠老師在僑教中心練功場地舉行歡迎黃依莉副主
任茶會任茶會。。學員們身著紅白練功夫向新來的副主任展示表學員們身著紅白練功夫向新來的副主任展示表
演了元極舞演了元極舞。。元極舞是元極功眾多修煉法之一元極舞是元極功眾多修煉法之一，，淵源於淵源於
中國金元時期元世祖忽必烈中國金元時期元世祖忽必烈䔩䔩封為國粹的封為國粹的 「「太一道太一道」」 ，，
原本只能由貴族修煉原本只能由貴族修煉。。近年中國大陸元極功法掌門人張近年中國大陸元極功法掌門人張
志祥將家藏功法公諸於世志祥將家藏功法公諸於世，，元極舞因而誕生元極舞因而誕生。。張志祥根張志祥根
據據（（元極秘錄元極秘錄））上上 「「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功在日常中功在日常中」」 的修煉的修煉
原則原則，，結合實際應用結合實際應用，，倡導創編豐富多彩倡導創編豐富多彩、、簡單易行簡單易行、、
行之有效行之有效、、持久收益的修煉方法持久收益的修煉方法。。跳舞即練功跳舞即練功，，集體跳集體跳
元極舞可以組成強大的三元場元極舞可以組成強大的三元場，，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元元
極舞是經舞蹈家極舞是經舞蹈家、、武術家武術家、、醫學家和氣功家共同研究醫學家和氣功家共同研究，，
並運用中國古傳元極功法並運用中國古傳元極功法，，配合音樂節奏而創編配合音樂節奏而創編；；它將它將
練功練功、、娛樂娛樂、、健身健身、、治病巧妙的結合在一起治病巧妙的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成為一種
特殊的舞蹈特殊的舞蹈。。 19951995年林榮昭老師把元極舞功法從湖北蓮年林榮昭老師把元極舞功法從湖北蓮
花山引進台灣並大力推廣花山引進台灣並大力推廣。。 19981998年年99月林月珍老師推廣月林月珍老師推廣
至北加州至北加州，，次年次年66月在北加州成立美國元極舞學會月在北加州成立美國元極舞學會。。

20212021年年99月月1818日中秋節前夕日中秋節前夕，，德州安徽同鄉會理事會成員在大德州安徽同鄉會理事會成員在大
休斯敦地區享譽盛名的怡茗軒茶館小聚休斯敦地區享譽盛名的怡茗軒茶館小聚，，由賈忠老師親自釀茶由賈忠老師親自釀茶
，，趙美萍會長擔任侍茶員趙美萍會長擔任侍茶員，，一起品嚐來自家鄉的祁門紅茶一起品嚐來自家鄉的祁門紅茶，，黃黃
山毛峰山毛峰，，六安瓜片六安瓜片，，一起享受中秋月餅和各式點心及包子一起享受中秋月餅和各式點心及包子，，路路
飛副會長飛副會長、、張經坤董事張經坤董事，，方勝董事方勝董事，，王福生秘書長王福生秘書長，，朱洪生理朱洪生理
事事，，房哲理事房哲理事、、宋蕾永久會員等出席宋蕾永久會員等出席。。趙美萍會長表示承寧董趙美萍會長表示承寧董
事事、、汪宏正董事正在前往外地參加乒乓球比賽汪宏正董事正在前往外地參加乒乓球比賽，，其他不少董事其他不少董事
和理事也因公務繁忙和理事也因公務繁忙，，家庭原因不克前來家庭原因不克前來，，但都均通過微信電但都均通過微信電
話送來節日的祝福話送來節日的祝福。。

全美老年奧運會德州資格賽乒乓球項全美老年奧運會德州資格賽乒乓球項
目於目於20212021年年99月月1818日在聖安東尼奧市日在聖安東尼奧市
SA Table Tennis ClubSA Table Tennis Club 拉開戰幕拉開戰幕。。休斯休斯
敦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乒 乓 球 俱 樂 部敦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乒 乓 球 俱 樂 部
（（CCCCCC））共計共計1515人參賽人參賽，，共襄括共襄括1515塊塊
金牌金牌、、1313 塊銀牌塊銀牌、、66 塊銅牌塊銅牌，，獎牌總獎牌總
數數 3434 塊塊。。陳幸亞陳幸亞：：5050--5454 組女單金牌組女單金牌
，，5050--5454組女雙銀牌組女雙銀牌，，5050--5454組混雙銀組混雙銀
牌牌；；承寧承寧：：5050--5454組女單銀牌組女單銀牌，，5050--5454
組女雙金牌組女雙金牌，，5050--5454 組混雙金牌組混雙金牌；；庭庭
裕波裕波：：5050--5454組男單銀牌組男單銀牌，，5050--5454組男組男

雙金牌雙金牌，，5050--5454組混雙金牌組混雙金牌；；唐茸唐茸：：6060--6464組女單金牌組女單金牌，，5050--5454組女雙金牌組女雙金牌，，
6060--6464組混雙銅牌組混雙銅牌；；汪宏正汪宏正：：5050--5454組男雙金牌組男雙金牌，，6060--6464組混雙銅牌組混雙銅牌；；範景智範景智
：：6060--6464組男單銀牌組男單銀牌，，6060--6464組男雙銀牌組男雙銀牌，，6060--6464組混雙銀牌組混雙銀牌；；黃麗安黃麗安：：5050--5454
組女雙銀牌組女雙銀牌，，6060--6464組混雙銀牌組混雙銀牌；；余鋒余鋒：：6060--6464組男單銅牌組男單銅牌；；鄧潤華鄧潤華：：6060--6464
組女單銅牌組女單銅牌，，6060--6464 組女雙金牌組女雙金牌；；劉明生劉明生：：6060--6464 組男雙金牌組男雙金牌；；岑偉文岑偉文：：
6060--6464組男雙銅牌組男雙銅牌；；李明李明：：6060--6464組男雙銅牌組男雙銅牌，，7070--7474組男單銀牌組男單銀牌；；黃寅昭黃寅昭：：
6565--6969組男單金牌組男單金牌，，6060--6464組男雙金牌組男雙金牌，，6565--6969組混雙金牌組混雙金牌；；李燦準李燦準：：6060--6464組組
男雙銀牌男雙銀牌，， 5050--5454組混雙銀牌組混雙銀牌；；葉彥玲葉彥玲：：7070--7474組女單銀牌組女單銀牌，， 7070--7474組女雙金組女雙金
牌牌，，6565--6969組混雙金牌組混雙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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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時事通

美国德州最近出台了一个叫做《孤

星基础设施保护法》的法案，禁止中国

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公司投资德州的特定

产业，像是电网、供水系统和网络安全

等基础设施都被列入其内。

法案起草者之一，州参议员坎贝尔

(Donna Campbell) 毫不掩饰地对媒体表

示，法案最初的想法就是来自“中国富

商孙广信在墨西哥边境附近的巴尔维德

县（Val Verde County）的存在”。

原来，从2016年以来，孙广信旗下

的公司在美国德州陆续购买了14万公顷

的土地，计划在这里兴建一个风力发电

厂。在规划之中，这个发电厂将建造130

台高度为200米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建成

之后将成为该地区最大的风力发电厂。

可惜这个宏伟的计划这些年来一直

受到当地环保部门和军方人员的阻拦。

原来在这个工程的附近是德州的一个生

态保护区，环保人士以“会破坏生态平

衡”为由多次抗议，而在80公里左右的

地方还有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一些军

方人员担心大量的风力发电机会干扰雷

达信号并影响空军的训练。

尤其是在最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

系紧张，直接出台了禁止中国公司投资

电网的法案，孙广信的这个工程要想继

续完成，恐怕是遥遥无期了。

当初投资买地的时候美国人不出来

阻拦，等钱到位了，地也卖了再出来阻

止，美国人“阴”着呢。

孙广信，这回是被坑惨了。

那么，这个能在美国买下14万公顷

土地，还要建风力发电厂的孙广信，究

竟是何许人也？

孙广信，何许人也？

孙广信，是做了20年新疆首富的人。

1962年，他出生在乌鲁木齐，父亲

是从山东青岛“流落”到此的一个鞋匠

。家中兄妹五人，他的学历最高——高

中毕业。

高考落榜之后，他选择参军，还考

上了军校。他以工兵班长的身份参加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老山前线呆了8个月

，冒着枪林弹雨立下了不少战功，因此

被连升几级，不久之后被升为副营长。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

也曾经梦想过在30岁的时候当上师长，

可惜未能实现。

1989年，27岁的孙广信退伍复员了

，他没有去分配的工商局，而是带着

3000元的复员费，和几个战友创立了广

汇工贸公司。公司具体做什么还没有想

好，就凭着一股退伍军人的坚定意志和

不服输的劲头，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经商

之路。

卖挖掘机，是孙广信真正开始赚钱

的第一步。当时他看到有挖掘机厂家在

新疆做广告，于是跑到厂家跟人家谈，

帮卖一台给1%的提成费用。这相当于请

了一个无薪水的业务员，没啥风险，厂

家就答应了。

于是孙广信开始了10个月的推销之

旅。他带着一袋馕、一罐辣酱、一瓶咸

菜上路了。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在部队

学到的待人接物，他在穿烂了几双鞋，

瘦了十斤，走了几万公里之后，卖出去

了103台挖掘机。

厂家知道之后，惊呼遇到了销售奇

才，他们以往一年也就卖10台左右，孙

广信10个月就干了他们10年的量。

于是孙广信立即成为了新疆地区的

总代理商，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酬劳。

拿着这笔钱，他又开始投资新的生意，

在乌鲁木齐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广东

酒家。

不过广东酒家的生意并没有转好，

让新疆人吃粤菜这个习惯不是短期能培

养起来的。孙广信赔了不少钱，但是在

赔钱之余也有别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个

酒家认识了不少朋友。

有一次他听说有个人请客花了5000

元钱，他就好奇这人是做啥的，一问才

知道人家请的是石油系统的人。当时塔

里木盆地刚刚发现了大油田，“皇帝要

盖新房，那么工匠们就有的忙了”。各

种想通过石油捞一笔的人纷纷云集新疆

，想方设法和石油系统搞点关系。

孙广信也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

遇，经常给这些人免单，最终和他们成

为了朋友，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也开始

做起了石油生意。

第一笔单是进口石油钻井的配件，

一次就赚了23万元。尝到了甜头之后，

他又与新疆油田签下供销合同，再到北

京找有进出口权的贸易伙伴，从此做起

了石油贸易生意。

1992 年，孙广信 30岁，没能实现

“师长梦”，但却成为了千万富豪。那

一年他的石油贸易公司成交额为8700万

美元，是新疆出口贸易额的六分之一。

1993年，商品房第一次出现在了新

疆，孙广信想投资但没人懂，于是他就

南下偷师，跑到两家房地产企业应聘行

政，每个企

业打工七天

，主要的工

作就是找各

种人“谈话

”，了解房

地产行业的

运作模式。

学 成 归

来的孙广信

跟自己的员

工们豪言，5

年内成为新

疆最大的房

地产公司。

很快这个豪

言就成为了

现实，在房

地产高速发

展的年代，

孙广信乘势

而起，在新

疆市场所向

披靡。他的广汇地产成为了新疆最大的

房企，垄断了当地6成的市场。

在新疆的房地产市场成为老大之后

，孙广信又通过资本运作，将公司扩张

为一个集地产、汽车、物流、金融、能

源的广汇集团，还投资了一家篮球俱乐

部——“新疆广汇”。

2002年，孙广信成为中国富豪榜第

三名，稳坐了新疆首富近20年。

成功之后，许多人采访孙广信，问

他有没有什么秘诀，他说自己“从来没

有在凌晨三点之前睡觉”。就差没反问

你一句：“你见过凌晨三点的乌鲁木齐

吗？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

不过，多年来除了鲜花和掌声，对

他的质疑也是一路随行。

2003年，《新财经》杂志曾经出过

一期题为“中国三号富豪孙广信的财富

真相”，里面就曝出了一些孙广信最常

见的争议。比如大量收购国企其实是为

了低价拿到地皮，虽然占据了乌鲁木齐

60％～70％的房地产市场，但是在开发

过程中却出现失误，开发的商品房脱离

当地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导致楼盘大量

空，并且房屋的质量问题也频出，经常

被投诉到当地房管局。

这些问题孙广信还都可以“摆平”

，但是，多年来高速扩张累计的债务，

就不是那么好搞定的了。

首富背后，债务压顶

在风光的首富名号背后，是巨额债

务压顶。

这些年高速发展和大力扩张商业版

图，使得广汇集团的耗费了大量的现金

流，积累了巨额债务。

早在2011年，广汇集团已经多次发

债，资金紧张。

2014年之后，孙广信更是在资本运

作上大显神通，先后借壳三家公司在A

股上市，为的就是能够在股市融到更多

的钱，来缓解过去的债务问题。

为了融钱，孙广信甚至把自己收藏

的500幅书画评估为500亿，注入广汇集

团，提高自身股份并希望继续借款。

好在关键时刻，孙广信给广汇请来

了一位财神爷，当时如日中天的恒大老

板许家印。

2018年9月，许家印斥资145亿元入

股广汇集团。交易完成后，恒大集团成

为广汇集团第二大股东，持有后者

40.964%的股权。

不过这位财神爷也没能坚持多久，

恒大很快自身陷入了债务危机，为了回

笼资金，2020年 11月，恒大集团又以

148.5亿元的价格，将其所持广汇集团的

全部股权清仓。

这些年来，为了转型，孙广信也做

出了许多努力。比如注册了专门的投资

公司，在海外投资各种项目。

在美国买那14万公顷土地，一共花

费将近2亿美元。对于这位资本运作大佬

来说，就当是买个教训，算不得什么损

失。

中国商人在风光之时，似乎都在传

颂他如何白手起家，如何每天都见过

“凌晨三点的乌鲁木齐”。而在难关之

时，各种爆黑料、造谣、看笑话的负面

消息不胫而走。似乎一个人的形象要么

就是完全正面，要么就是没半点可取之

处。

这其实大可不必，这只是近几十年

来中国商场的常态而已。

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是完人，也不是

无恶不作的奸商，他们只是抓住了财富

机会、踩对了时代脚步的普通人。他们

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社会造福；也利

用各种手段攫取社会资产，牺牲了大众

的利益。他们在富豪榜“论资排辈”的

时候，也都是在“负债前行”。

但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这些商人，

只有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类才会有创

造繁荣经济的动力。

中国商人们这几十年来暴富的速度如

此惊人，哪一个不是在悬崖上走钢丝？

不管他在空中的表演有多么华丽，

只要还没有平稳落地，就有一步跌落悬

崖的风险。

在美国买下14万公顷土地的新疆首富，被坑惨了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政府會
不會出手挽救恒大的債務違約危機，
現在成為各方和媒體揣測的焦點。不
過，市場自周四(9月23日)以來似乎傾
向相信，中共已打算接管恒大，並將
其拆分為三個實體來進行重組。此消
息仍未經中國官方證實，但多數市場
人士似乎已吃下定心丸，認定恒大不
會是“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破產的翻版。然而，也有部分分析人
士認為，恒大不值得救。美媒華爾街
日報9月23日引述據不具名的中國官
員指出，官方要各地政府為“可能的
風暴”做好準備”，言下之意，是中
國政府不打算救恒大。但同一時間，
Asia Markets也報道，中國政府可望於
數日內正式公布要出手救恒大的重組
方案，該方案由國企主導，計劃將恒
大這家地產開發商龍頭一分為三，最
後變成另一家國企。
有不具名的中國官方消息來源稱:“此
方案之設計是為了保護向恒大買房的
中國消費者，就是那些你看到在街頭
抗議的人，以及向恒大購買理財產品
的投資者。但更重要的是要遏製(恒大)
債務違約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廣泛的
負面沖擊。”

“債臺高築的恒大將搖身一變成
為國企”，消息一出，股價馬上反彈
，一度狂飆三成，代表市場傾向相信
中國政府不會放任恒大拖累中國的房
市、股市、金融市場、甚至實體經濟
。
不過，此一媒體傳聞未經官方證實，
大多數官媒周四也未跟進或轉載報道
。

對於恒大的興衰，部分分析人士
指出，可說是“成也中共、敗也中共

”，因為恒大是中國
養大的債務怪獸，其
創辦人許家印則是典
型的紅色資本家，而
中國政府去年 9 月出
臺的房企融資“三條
紅線”則是壓倒恒大
的最後一根稻草。

“三條紅線” 分
別是指：一、房企剔
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
債率不得大於 70%；
二、房企的凈負債率
不得大於100%；三、
房企的“現金/短期債
比”不得小於 1 。此
禁令的目的是要降低
中國房地產商的負債
和財務杠桿。
其中，恒大是三條紅
線都踩到的過度借貸
型地產商，因此，自
今年初以來，融資嚴
重受限，開始無力償
還許多債務，包括上
遊供應商、合作建材
商和包工等單位之欠
款。當然，“以債養
債”的恒大多年來發行總額高達3,050
億美元的債券，其未來的本金兌付和
利息支付都可能無力償還。

恒大龐大的債務和流動性危機若
未及時止血，不少投資圈人士預言，
該危機爆雷後很可能擴大並引發本土
型金融風暴、或導致房價大跌、甚至
建築等相關行業的骨牌倒閉潮，而進
一步沖擊到中國的實體經濟。尤其，
據統計約有上百萬名的中國消費者買

了恒大的預售屋，若這些建案無法如
期完工交屋，也恐將引發社會動蕩。

因此，為了維持金融、經濟和社
會的穩定，中國政府出手挽救恒大似
乎成了最合理的解決方案。

中共要出手救恒大雖仍屬傳聞，
但市場已經認定恒大的危機有解，恒
大將被國企接管，進行一個“有序的
清算”。而被接管後的恒大也不會急
著拋售樓產，因此，不太可能造成中

國房市的慘跌或崩盤。至於恒大在國
內的債權人，包括供應商、買房者、
投資者，也都不會有損失。

中國的債權人應該可以保本，但
是外國的債權人很可能不能保本。恒
大的債務問題其實2012年前就浮現，
當時對沖基金香櫞研究公司（Citron
Research）創辦人安德魯•萊福特
（Andrew Left）就曾警告過，恒大有
隱藏在帳冊外的債務，也有流動性風

險。當年恒大的債務規模據報載只有
120億美元，但當時這樣的警訊竟被當
作散播假消息處置，萊福特因此被禁
止在香港市場交易五年。

中國政府早該介入恒大、強迫其
減債或責令銀行減少融資，但卻遲到
去年才開始祭出三條紅線。這或許和
恒大創辦人許家印雄厚的政商人脈關
系有關。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15.3《JJ觀點》
，本期話題—中國恆大債務危機引發
的全球波動。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的
《JJ觀點》，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
美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您家如果安
有 iTalkBB，收看效果更好！也可以在
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youtube上
搜索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
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您隨時隨
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的的《《JJJJ觀點觀點》》
--------中國恆大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波動中國恆大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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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經濟公司及中概股回流首選上市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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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行德勤早前下調了香港今

年全年 IPO集資至4,000億港元，

不過另一大行畢馬威則看法相反，

大幅上調香港全年 IPO 集資額至

5,000億港元，料創歷史新高。該行

今年6月時預測為超過4,000億港

元。畢馬威28日表示，截至第三季

度末有超過200家公司正尋求在香

港申請上市，加上主要經濟體環境

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氣氛保持

強勢，香港依然是內地新經濟公司

及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上市地，相信

第四季香港IPO市場依然活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畢馬威28日發布 《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
2021年前三季度回顧》 顯示，縱觀全球市

場，今年前三季的IPO集資總額達3,300億美元，
增至5年最高。當中，美股、港股和A股市場繼續
引領全球市場，截至第三季度末，IPO集資總額達
2,114億美元。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
國賢28日表示，在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
充裕的情況下，市場氣氛保持強勢。目前美股、
港股和A股市場有着充裕的上市申請數量，預計
今年餘下時間全球IPO市場仍將保持活躍。

流動性充裕 市場氣氛仍活躍
該行統計顯示，年初至今，上交所在全球五

大證券交易所中以IPO募集資金計排名第三，而
港交所以357億美元緊隨其後 ，位列第四。科
技、媒體及電訊業、工業市場和醫療保健及生命
科學仍然是全球IPO市場的關鍵驅動力 ，佔美

國、香港和A股市場募資總額69%以上。
香港IPO市場首三季度集資總額創同期歷史

新高，上市宗數合計73宗，共集資2,885億港
元。內地科技公司繼續佔主流，以集資金額計，
前十大IPO 中，有4家來自此類公司。隨着中國
內地的新經濟公司相繼選擇在香港上市，畢馬威
預計，在2021年，香港將繼續成為這些公司的首
選上市地之列。

SPAC機制料添港籌資新管道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主

管合夥人朱雅儀表示，香港剛刊發有關引入“特
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的市場諮
詢，彰顯了港交所為增強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和吸引力所作出的持續努力。即將在港推行的
SPAC機制有望成為吸引中國及其他地區高速增
長、創新及新經濟企業的籌資新管道。

同時，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年
內，兩家在美上市的內地電動汽車製造商完成在
香港的雙重主要上市，共集資295億港元，佔今年
前三季度募資總額的10%。中概股來港上市有助
擴大投資者基礎、降低市場風險，預期將有更多
在美國上市的內地公司回流到香港上市。

投資者對生科板塊興趣高漲
統計又顯示，本港自2018年實施新上市規則

以來，香港生物科技板塊已快速擴張。在生物科
技板塊，市場氛圍暢旺，投資者興趣高漲。截至9
月22日，共有56家醫療保健或生命科學企業正在
申請上市，其中27家是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
業。在內地，由於科創板和創業板仍然受追捧，
A股IPO市場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募資金額創下
歷史新高，上市宗數合計382宗，募資總額達人民
幣4,08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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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經濟股估值下降，影響
上市意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金管
局上周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
劃，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28日出席銀
行家峰會時表示，去年疫情期間各國實施
社交距離限制，令中小企受到打擊尤為嚴
重，因此金管局亦推出了特殊財政紓緩措
施，為中小企業和失業人士緩解現金流的
壓力，而在疫情期間推行一系列紓緩措
施，包括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措施等，涉
資逾9,000億港元，他亦預告金管局年內
將推出金融科技專業資歷架構。

余偉文指，金管局早前再延長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是希望繼續支持中
小企，他認為這些支持計劃不單只是疫情
下應急措施，更是普惠金融的體現，並呼
籲業界應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受疫情影響
的客戶。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補充，參與預
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的企業數目已經大
幅減少，由初期佔合資格企業總數的
16%下降至目前的 2.7%，水平相對較
低，未來幾個月將與行業研究退出方案。

對於跨境理財通即將啟動，阮國恒
透露，現時已收到20間銀行有關開展跨
境理財通業務的申請，其中18間申請雙
向業務，餘下2間則計劃先進行南向通業
務，銀行料將提供逾100種不同類型投資
基金產品、逾200種不同類型的債券投資
產品，以及計劃下容許的11種外幣存款

產品等，而金管局正評估銀行遞交的申請，相信
理財通最快可如期在10月、11月正式開通。

中銀：前海規劃更增吸引力
同場的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大

灣區是全球在岸及離岸人民幣的中心，料早前公
布的前海規劃能吸引更多不同企業開展業務。渣
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儀透露，該行近年積極布局
大灣區，包括去年任命大灣區行政總裁、建立渣
打大灣區中心，並投放1,600名員工應對業務發
展。她亦認為，連接內地和香港市場十分重要，
預計兩地通關後，將進一步刺激區內金融服務及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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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偉文稱余偉文稱，，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
行一系列措施行一系列措施，，紓緩中小企壓力紓緩中小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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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排便次數由每日超過一次或隔兩天才一
次，都可以說是正常的，但大便太硬，排便

時需費力或需時，這便算是便秘了。大部分成年人
的便秘原因都是由不良生活習慣所導致，例如膳食
纖維及水分攝取不足、缺乏運動、外來壓力、有便
意也不如廁等。

性平味苦根株可入藥
黃秋葵，其根、全株可入藥，性平，味苦，根

有清熱利濕的作用，種子有黏性物質可幫助消化，
預防便秘。秋葵是草本植物全株被毛，葉掌狀，花
黃色，蒴果筒狀尖塔形。原產地為非洲西部地方，
外貌長得細長，所以有Lady's Finger的美麗稱號。
有些國家稱其為“植物偉哥”，是因為可以讓男人
的精力、體力提升，對青壯年和運動員而言，經常
食用，可消除運動後的疲勞及迅速恢復體力，但是
這絕不是等同壯陽補腎藥啊。

秋葵在夏、秋開花，花大而且美麗，除藥膳和
作小食外，更適用於當籬笆或在露台牆角作盆栽點
綴之用，可直接用種子育苗，播種前用20℃至25℃
溫水浸種12小時，然後擦乾，於25℃至30℃條件
下催芽48小時，待一半種子露白時即可播種。秋葵
為耐濕性植物，需水較多，在出苗和定苗後應每天
澆一次水，開花結果期要經常澆水，保持土壤濕
潤，特別是7至8月份高溫天氣亦是正值結果期，
需水量更大，當開花後5至7天，果實長到長度8至
10cm時，即可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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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疫情之下，不少在職女性轉為在家工作，走動減少了和長時間

照顧子女及繁瑣家務的壓力下，發現多了這類人士求診。女性荷爾蒙不足

會影響腸道蠕動，因此女性比男性較易便秘。一般常見原因有腸臟蠕動較

慢、心理因素如嫌棄公共廁所不潔、抑鬱病患者、一些疾病如糖尿病及甲

狀腺素分泌過低、藥物影響如嗎啡類止痛藥、鈣片、利尿劑等。大家知否

長期便秘會引致很多疾病，如腹痛、痔瘡、肛裂、情緒困擾病等，更有些

臨床報道中風者是排便時過分用力，令血壓上升，誘發中風！所以，不可

輕視便秘的問題，今次筆者介紹一種食物，大家可加入日常生活中，相信

可以改善便秘的問題了。

●文︰香港中醫學會鍾愛瑩醫師圖︰鍾愛瑩、資料圖片

黃秋葵
學名︰Abelmoschus esculentus

(L.) Moench E Okra.
英文名︰Okra
別名︰咖啡黃葵、秋葵、羊角豆
科屬：錦葵科（MALVACEAE）黃葵屬

當我們切開秋葵，果實中“滑潺潺”的黏液是果
膠及水溶性膳食纖維，有助阻礙腸胃吸收糖分，能刺
激腸道蠕動，有助消化及排毒。所以，選購秋葵時，
盡量挑選色澤翠綠、外形飽滿且絨毛明顯的，若秋葵
表皮已長有斑點或顏色偏黃，就代表不新鮮了。

最佳食法一：生吃
在清洗時，可取一些鹽輕輕拭擦秋葵的表面，

有助除去絨毛，可切掉上方的蒂頭及稜角邊緣，最
佳食法是原條連皮、連籽及黏液一起食用，是瘦身
最佳綠色食物。
食法二：白灼

如果不喜歡生吃的話，“白灼”是最快、最簡
單又最能保留其營養價值的食法。清洗乾淨之後，
放入滾水中灼1至2分鐘即可，建議不超過3分
鐘，以免營養流失，撈起後可再浸一浸冰水，有助

保留爽脆口感。
食法三：蛋花湯

先將秋葵洗淨後去蒂，灼水後撈起瀝乾切片；
雞蛋打散，再加上適量鹽攪拌均勻；將生薑和秋葵
倒入鍋中煸炒一會，再加入適量胡椒粉和清水，大
火燒沸後將蛋液慢慢均勻倒入鍋中，攪拌片刻，加
鹽調味即作湯。
食法四：沙律

可製成沙律作代餐絕對是減肥餐之選，秋葵洗
淨後灼一灼或生切成0.5cm長，混入海藻、沙律雜
菜、雞胸肉等食材，撒些芝麻、花生粒、沙律醬或
沙律醋，即成為午餐及晚餐。
食法五：蘸牛油果醬

先把牛油果壓成果醬樣，加幾滴檸檬汁；食的
時候將灼過的秋葵蘸牛油果醬吃，味道很夾和營養
豐富，可減少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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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秋葵方法與食法

●●鍾愛瑩醫師鍾愛瑩醫師

●●便秘是便秘是
腸道蠕動腸道蠕動
問題引致問題引致

●可在早餐
中 加 上 秋
葵，有益腸
道健康。

●筆者自家種植
的秋葵

吃
黃
秋
葵
助
刺
激
腸
道
蠕
動

●●最近最近，，多了在職女性求多了在職女性求
診診，，因荷爾蒙也會影響腸道因荷爾蒙也會影響腸道
蠕動蠕動，，比男性較易便秘比男性較易便秘。。

最近，有些朋友出現目紅眼赤、咽
喉乾痛、鼻腔熱烘、口乾口臭等症狀，
這就是“上火”了。

夏主心，因此夏天心火會旺。如果
舌尖紅，伴有煩躁、口乾、口舌生瘡、
睡眠不好做噩夢、手足心熱、盜汗小便
赤熱發黃、大便乾硬等症狀，就可能是
心火。心開竅於舌。舌頭像火苗一樣，
心主火。所以口腔潰瘍，舌尖紅紅的，
或者急性咽喉炎，吞咽不利的，咽喉腫
痛說話聲音沙啞。

肝火目赤，凡是熬夜看手機、電
腦，看到眼睛發紅發痛發脹，有肝火
時，舌質也是紅的，但主要集中在舌的
兩側，此外還有：性急易怒、失眠、頭
暈目眩、面紅眼赤、口苦口乾、耳聾耳
鳴、舌苔黃薄、胸脅痛、大便乾結。

不管是什麼器官上火，都要多喝
水，晚上泡泡腳，搓雙腳底各100下，點
按湧泉穴，這樣可以起到心腎相交、陰
陽平衡的作用。

液門穴消炎解毒效果非常好，平時
容易上火，可以經常揉按液門穴。

液門，顧名思義：液體之門。人身
的血液、精液、津液、關節液、小便，
包括痰液、唾液都是液體，液體屬性為
陰，液體在人身經絡脈管之中循經而
行，各行其道，液通氣行，相安無事。

液門穴確實是疏通液體運行的一個
關健穴位，消炎的效果確實不錯，液門
穴就是一個消炎的藥庫，如果我們能善
用它，很多疾病能當下見效。

液門穴在手背部，手握拳找到無名
指和小指指關節最高處，靠近指縫的位
置尋找一點和兩個最高點形成一個等邊
三角形，此點即為液門穴。

液門穴功能：降濁升清。
液門穴具有清火散熱的特殊功能，

如果感冒或上火了，喉嚨腫痛，液門穴
可以消除。此穴位是自古以來治療咽喉
痛的一個要穴，按揉液門穴，穴裏的清
涼之氣有如和煦的春風，讓咽喉腫痛頓
消。

出現頭面烘熱、頭痛目赤、齒齦腫
痛、耳鳴耳聾等上火症狀時，按揉液門
穴都非常管用。跟它所在的這條三焦經
的性質有關，三焦經是排氣的，人氣了
會上火，按揉液門穴可以祛除三焦經上
的邪火，火氣消了，上火症狀自然就會
無影無蹤了。

天氣炎熱或氣候乾燥的時候，本來
就陰虛的人，內熱外熱互相結合，對身
體內的津液消耗較重，就會導致體內水
火平衡失調。便沒有過多的津液滋潤皮
膚，“灌溉”我們的身體，於是就會出
現皮膚乾燥和口乾、眼乾等症狀了。

乾燥症雖不是什麼毛病，但是如果
不及時治療，也會加重病情，也就是說
陰虛內熱的乾燥症就會愈加嚴重，出現
頭昏目澀、口苦咽乾、皮膚乾裂、臉色
晦暗、腰膝酸軟等症狀，此時就要及時
找液門穴來解決，可以每天早晚按揉液
門穴3至5分鐘。

液門穴還是幫助我們恢復體力的穴
位。勞累了，白天眼皮老覺得沉，腿也
酸，渾身感到沒勁，這時候揉揉液門
穴，精力會得到大大的恢復。用指尖或
者指甲尖垂直掐按穴位，有酸脹的感
覺，先左後右，每天早晚兩側穴位各掐
按1次，每次掐按1至3分鐘。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養生
攻略

按穴位清熱消炎

●按揉液門穴有助消炎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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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馬
威 港今年IPO額料升至5千億

內地新經濟公司及中概股回流首選上市地

：

中 國 經 濟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樓軒閣

會計行德勤早前下調了香港今

年全年 IPO集資至4,000億港元，

不過另一大行畢馬威則看法相反，

大幅上調香港全年 IPO 集資額至

5,000億港元，料創歷史新高。該行

今年6月時預測為超過4,000億港

元。畢馬威28日表示，截至第三季

度末有超過200家公司正尋求在香

港申請上市，加上主要經濟體環境

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氣氛保持

強勢，香港依然是內地新經濟公司

及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上市地，相信

第四季香港IPO市場依然活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畢馬威28日發布 《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
2021年前三季度回顧》 顯示，縱觀全球市

場，今年前三季的IPO集資總額達3,300億美元，
增至5年最高。當中，美股、港股和A股市場繼續
引領全球市場，截至第三季度末，IPO集資總額達
2,114億美元。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
國賢28日表示，在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
充裕的情況下，市場氣氛保持強勢。目前美股、
港股和A股市場有着充裕的上市申請數量，預計
今年餘下時間全球IPO市場仍將保持活躍。

流動性充裕 市場氣氛仍活躍
該行統計顯示，年初至今，上交所在全球五

大證券交易所中以IPO募集資金計排名第三，而
港交所以357億美元緊隨其後 ，位列第四。科
技、媒體及電訊業、工業市場和醫療保健及生命
科學仍然是全球IPO市場的關鍵驅動力 ，佔美

國、香港和A股市場募資總額69%以上。
香港IPO市場首三季度集資總額創同期歷史

新高，上市宗數合計73宗，共集資2,885億港
元。內地科技公司繼續佔主流，以集資金額計，
前十大IPO 中，有4家來自此類公司。隨着中國
內地的新經濟公司相繼選擇在香港上市，畢馬威
預計，在2021年，香港將繼續成為這些公司的首
選上市地之列。

SPAC機制料添港籌資新管道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主

管合夥人朱雅儀表示，香港剛刊發有關引入“特
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的市場諮
詢，彰顯了港交所為增強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和吸引力所作出的持續努力。即將在港推行的
SPAC機制有望成為吸引中國及其他地區高速增
長、創新及新經濟企業的籌資新管道。

同時，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年
內，兩家在美上市的內地電動汽車製造商完成在
香港的雙重主要上市，共集資295億港元，佔今年
前三季度募資總額的10%。中概股來港上市有助
擴大投資者基礎、降低市場風險，預期將有更多
在美國上市的內地公司回流到香港上市。

投資者對生科板塊興趣高漲
統計又顯示，本港自2018年實施新上市規則

以來，香港生物科技板塊已快速擴張。在生物科
技板塊，市場氛圍暢旺，投資者興趣高漲。截至9
月22日，共有56家醫療保健或生命科學企業正在
申請上市，其中27家是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
業。在內地，由於科創板和創業板仍然受追捧，
A股IPO市場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募資金額創下
歷史新高，上市宗數合計382宗，募資總額達人民
幣4,089億元。

VSVS
●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

氣氛保持強勢
●香港將繼續成為內地新經濟公司的首選上

市地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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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加強監管，令香港
IPO市道面臨不確定性

德勤下調
香港IPO集資額原因

畢馬威上調
香港IPO集資額原因

● 新經濟股估值下降，影響
上市意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金管
局上周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
劃，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28日出席銀
行家峰會時表示，去年疫情期間各國實施
社交距離限制，令中小企受到打擊尤為嚴
重，因此金管局亦推出了特殊財政紓緩措
施，為中小企業和失業人士緩解現金流的
壓力，而在疫情期間推行一系列紓緩措
施，包括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措施等，涉
資逾9,000億港元，他亦預告金管局年內
將推出金融科技專業資歷架構。

余偉文指，金管局早前再延長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是希望繼續支持中
小企，他認為這些支持計劃不單只是疫情
下應急措施，更是普惠金融的體現，並呼
籲業界應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受疫情影響
的客戶。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補充，參與預
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的企業數目已經大
幅減少，由初期佔合資格企業總數的
16%下降至目前的 2.7%，水平相對較
低，未來幾個月將與行業研究退出方案。

對於跨境理財通即將啟動，阮國恒
透露，現時已收到20間銀行有關開展跨
境理財通業務的申請，其中18間申請雙
向業務，餘下2間則計劃先進行南向通業
務，銀行料將提供逾100種不同類型投資
基金產品、逾200種不同類型的債券投資
產品，以及計劃下容許的11種外幣存款

產品等，而金管局正評估銀行遞交的申請，相信
理財通最快可如期在10月、11月正式開通。

中銀：前海規劃更增吸引力
同場的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大

灣區是全球在岸及離岸人民幣的中心，料早前公
布的前海規劃能吸引更多不同企業開展業務。渣
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儀透露，該行近年積極布局
大灣區，包括去年任命大灣區行政總裁、建立渣
打大灣區中心，並投放1,600名員工應對業務發
展。她亦認為，連接內地和香港市場十分重要，
預計兩地通關後，將進一步刺激區內金融服務及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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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偉文稱余偉文稱，，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
行一系列措施行一系列措施，，紓緩中小企壓力紓緩中小企壓力。。

●朝霞中的泉
州開元寺東西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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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廟

●泉州市一處街道的夜景

●遊客在
福建省泉
州市木偶
劇團觀看
木偶戲。

●遊客參觀泉州清淨寺。

●遊客在泉州晉江古石橋安平橋
上遊覽。

泉州古稱“刺桐”，是一座寫滿海
洋記憶的港口城市，已有1,300

多年歷史。在10至14世紀，泉州在繁
榮的國際海洋貿易中蓬勃發展，成為各
國商旅雲集、多元文化交融的“東方第一
大港”。其多元、開放、包容是這座城市的
傳統與特質，也是激發愛拼敢贏、開拓進取
的泉州人書寫歷史、締造今日、開創未來的
精神源泉。

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
作為中國最新的第56項世界遺產，“泉

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顯示了
強大的包容性，佛教、道教、儒教、伊斯蘭
教、民間媽祖信仰，自是不必多說；摩尼教
乃至印度教的遺存，都能在泉州有
一席之地，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
館”。在今天的泉州，清淨寺、伊斯
蘭教聖墓、開元寺、草庵摩尼光佛造
像、天后宮、泉州文廟及學宮、老君
岩造像等遺產點，都實證了當時各種宗
教等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傳播。

例如，開元寺始建於唐，規模宏大，
中軸線上有紫雲屏、山門（天王殿）、拜
亭、大雄寶殿、藏經閣，東部有鎮國塔、檀
越祠，西部有仁壽塔、功德堂、尊聖院、桑
蓮古蹟等。開元寺東西兩側各有一塔，與大
雄寶殿成“品”字形布局，兩塔均為仿木構
八角五層樓閣式石塔。東為“鎮國塔”，西
為“仁壽塔”。

真武廟又稱上帝公宮，坐
落於古泉州港邊的小山丘（名
為武當山）上，始建於宋代，廟
坐東朝西，主要建築有山門、拜
亭、真武殿。山門為四柱三間三層
牌樓，門左側有古井一口，名為“三
蟹龍泉”。進門後有22級石階，盡頭有巨
石，石上有明嘉靖十二年晉江知縣韓岳立
“吞海”石碑一通。石旁為拜亭，亭重修於
清同治九年，重檐攢尖頂，下檐四角，上檐
八角，內飾藻井。

而泉州天后宮始建於南宋慶元二年，坐北
朝南，是典型的閩南建築風格。中軸線上為照
壁、山門、正殿、寢殿、梳妝樓等主體建築，
中軸兩側分布着東西闕（鐘鼓樓）、東西廊、
東西軒、涼亭、齋館等建築。其中寢殿、東廊
和涼亭為明代建築，
正殿、石刻為清代物
件。至於六勝塔始建於
北宋政和元年，為八角
五級仿木樓閣式石塔，高
36.06米。塔座為雙層須彌
座，塔身各層均有四門、四龕，
有浮雕金剛和菩薩立像。

歷代傳承的文化面貌
而且，向海而生、開放融合的傳統基

因，塑造着泉州生動多彩、充滿活力的社會
風格和文化面貌。其豐富多樣的民間信仰、
風俗習慣、傳統工藝、文化藝術、鄉土飲食
等，歷代傳承，其中列入世界級“非遺”名
錄的有4項（南音、木偶戲、中國傳統木結
構營造技藝、水密隔艙福船製造技藝）。

千年古城的千年古城的““多面多面””生活生活

““東方第一大港東方第一大港””福建泉州煥發光芒福建泉州煥發光芒
早前，“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

心”在福建福州舉行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准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泉州是古老的，是中國國

務院首批歷史文化名城，如今的泉州，正是在愈來

愈豐富的“多面”生活之間，煥發着古典

和現代的雙重光芒。漫步在這座

千年古城之中，一千個人有一千種

體會——紅磚古厝之間，“半城煙火

半城仙”是歲月沉澱後的暖暖人情；人

來人往之中，“愛拚才會贏”是海洋文化

種下的獨特氣質。

●文︰雨文、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圖︰新華社、中新社

近日，西班牙首都馬德
里的普拉多大道和麗池公園
文化景觀亦獲准列入世界遺
產，這個文化景觀位於馬德
里的城市中心，佔地200公
頃。作為西班牙式林蔭大道
原型的普拉多大道於16世
紀落成，以大地女神噴泉為
代表的大型噴泉散布其中。
面積120公頃的麗池公園是
建於17世紀的布恩·麗池宮
的遺蹟，展示了從19世紀
至今的多種園林風格。文化
景觀遺產地內還坐落着各類
豐富多樣的建築。

●文、圖︰新華社

●位於普
拉多大道
的大地女
神噴泉

●西班牙
馬德里麗
池公園

●人們在
西班牙馬
德里參觀
位於普拉
多大道東
側的皇家
植物園。

普拉多大道和麗池公園普拉多大道和麗池公園
文化景觀文化景觀

●●遊客在西班牙馬德里麗遊客在西班牙馬德里麗
池公園內泛舟池公園內泛舟 ●一名男子在西班牙馬德

里麗池公園內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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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合⾏销和分享全新的⽣意模式，AMA Kitchen美⻝厨坊，以同样的⽣意量计，
不仅能让开店运营成本降低了47%，还有机会增加52%左右的获利，即刻加⼊AMA
Kitchen，⼀同共创双赢的商圈新模式！AMA Kitchen的营运将包括了同最夯的外
带，堂吃，还有规划中的⼩酒吧！再加上预计开⾄午夜的营运时间，地⽅特⾊⼩⻝汇

总，加上地利和⼈流，相信将在这个主流商圈内掀起⻛潮！

     “美国的未来在德州! America’s Future is Texas! “纽约客
（New Yorker)杂志早在2017年七⽉时提出的！的确！德州的没个⼈
州税，低房价，低开店成本让更多⼈涌⼊德州寻找商机！

冰封的天⽓，或⽆法预期的⼭⽕，加上⾼州税，⾼房价，⾼开店成

本，在东西两岸做⽣意更难了！⼜怎能不看到德州的的潜⼒呢？！但

搬家如拔根， 更何况是⽣意呢？住哪⾥？做什么？怎么做？太多的未
定需要厘清，⾃⼰⼀条条理，怕赶不上市场的进程演进！不⽤焦虑，

联⽲地产集团提供您轻松开店的⽅案，带您奔向德州！

轻松插旗凯蒂亚洲城− AMA KITCHEN 降低您的开店⻛险

800样以上餐

30间餐厅30间餐厅

@KATYSAINTOWNTX@KATYSAINTOWN

联⽲地产

住宅专案
全美开店成本最低，只要⼀万⼀，
就可以在德州主流商圈⽴业！

根据著名公司Sage.com 的讯息，平均在美国开餐馆的启动资⾦是
27.5万美元，视餐馆⼤⼩和类型或可能更少，但是再省着点花，也都
是6位数起跳吧？！只需⼀万⼀就能启动⽣意，不可能吧？！

          AMA Kitchen 所在的凯蒂亚洲城（Katy Asian Town）有HMart 为旗舰，居东西
交融的⼤学商圈，休斯顿两⼤主要⼤学为邻，预计⼀万七千多的师⽣；居两⼤主要⾼

速公路交界处，有着超过32万辆的⽇⻋流量！⼈潮加⻋流也就代表了钱潮！凯蒂亚洲
城商圈(Katy Asian Town & Marketplace) 是休斯顿的新兴地标，不仅有美国连锁的
知名餐厅，电影院，运动明星加持的运动酒吧，⼤型室内卡宾⻋游乐场，迷你⾼尔

夫，还有⼤家熟悉的HMart, ��度C, 海底捞⽕锅，杏记甜品等名店同列，蕴涵的商机
潜⼒蓄势待发！

A M A  K I T C H E N

         位于休斯顿的全新AMA Kitchen 美⻝厨坊是⼀个创新的餐馆平台，结合了云端厨
房（Cloud Kitchen）与美⻝⼴场（Food Hall)，搭配统合点餐与⾏销策略，只要启
动资⾦$11,000，可以让既有的商家轻松展店，让想开创⽣意的⼈低⻔槛跨⼊⾏业！
只有14个厨房，不接受重覆类别，先到先得！

想⾃⼰当⽼板，成就⼀个美国梦，这个开店的⻔槛就在那，

愁！怎么营运，也伤脑筋！！店⾯怎么找，在哪⾥开，牵动

着⼀家⽼⼩的⽣活！⼀个疫情后的新⽣意模式，AMA

Kitchen 美⻝厨坊就在德州休斯顿全新开展中！只要启动资

⾦⼀万⼀千美元！

休斯顿新地标 — 凯蒂亚洲城商圈

插旗美国德州最佳选择，开店就找休斯敦联⽲地产

没个⼈州税，低房价，低开店成本！涌⼊德州寻找商机

疫情后新商机，创新的餐馆平台

输⼊折扣码 5off 即享折扣五元

扫码下载APP 

⼀次运费⼀次运费

AMA ON-THE-GO APP

单次运费，就能⼀次享⽤多家餐厅多样餐点！

23119 COLONIAL PARKWAY, # A1,KATY, TEXAS 77449  | TEL 832-674-1688

休市乒壇老將休市乒壇老將 德州比賽爭光德州比賽爭光
全美老年奧運會德州資格賽乒乓球比賽掠影全美老年奧運會德州資格賽乒乓球比賽掠影

CCCCCC部分獲獎隊員合影部分獲獎隊員合影

比賽現場比賽現場 比賽現場比賽現場 5050++女雙比賽女雙比賽比賽現場比賽現場

CCCCCC部分獲獎隊員合影部分獲獎隊員合影 女雙比賽女雙比賽 6060++混雙決賽混雙決賽男雙比賽男雙比賽

比賽現場比賽現場

5050++混雙決賽混雙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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